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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第二阶段“正文”思考题

第 66期“我来读文献”活动阅读《面向学习的测评：一种系统的方法》一书。活动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引（3月 1—6日）；第二阶段专著正文阅读（3月 7—24日）；第

三阶段扩展阅读、思考与实践（3月 25—31日）。每个阶段会有一些建议的思考题，阶段

结束的当日（即 3月 6日、3月 24日、3月 31日）晚上 19:00—21:00将集中在线交流与讨

论。

第二阶段线上论坛于 3月 24日 19—21点进行。第二阶段阅读内容和思考题单列于此，

请读者结合第二阶段的答疑干货阅读。

一、阅读内容：

 Chapter 1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An overview

 Chapter 2 The roots of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Chapter 3 What is learning?

 Chapter 4 What is language learning?

 Chapter 5 What is to be learned?

 Chapter 6 The role of large-scale assessment in learning

 Chapter 7 Learning-oriented assessment in the classroom

 Chapter 8 Aligning large-scale and classroom assessment

 Chapter 9 Implementing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二、思考题

1. 请阐释 LOA的系统性、生态性、社会认知性。

2. 请分享你对 LOA框架中以“任务”为驱动的四个“世界”——“个人”“教育”“社

会”“测评”的认识、评价与反思。



3. LOA如何利用定性证据和定量证据促进学习？

4. 如何区分 assessment of/for/as learning？三者同面向学习的测评有何异同与关联？

5. 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和课堂测评（classroom assessment）有何异同？它

们同面向学习的测评有何关联？

6. 本专著关于大规模测试和课堂测评结合的认识是什么？实施思路是什么？如果你将其

用于教学和测评实践，预期会遇到哪些问题/困难？

7. 如何实现大规模测试与面向学习的课堂测评的有效对接，共同促进语言学习？

8. 你对《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CSE）有何了解？它们之间有何异同？你是否使用过，有何体会？

9. LOA的研发背景之一是基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确立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的面向学习的测评的解释性框架？为什么？

10. 面向学习的测评应如何同信息技术的发展相结合？

11. LOA的提出以及其他面向学习的测评流派的发展对各利益相关者（如政策制定者、教

师和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

12. 不同评价方式（师评、自评、同伴评价）可以在面向学习的测评中各发挥什么作用？能

否分享你使用不同评价方式的实践？

13. 如何判断一项学习任务是否具有 LOA的特性？如何设计一项 LOA学习任务？LOA学

习任务和传统的学习任务有何区别与联系？

补充思考题

Chapter 1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An overview

1. 请结合你的学习、工作或生活经历，谈你对作者引用的杜威的话的理解。（“It requires

troublesome work to undertake the alteration of old beliefs.”）

2. 第一章第一段和第二段看上去是否也像是在描述中国外语教学与测评的现状？“We

could do better.” 想想我们作为个体可以怎样做得更好。

3. 你认为测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语言测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了吗？

4. 请谈谈你对大规模测试和课堂评测互补关系得理解。

5. 本书将回答四个根本性问题：What is learning? What is language learning? What is to

be learned? What is the role of assessment in learning? 请谈谈你自己对这四个问题的

思考与回答。



6. 请谈谈你对作者 LOA定义的理解。

7. 请解读本章中的 5张图，每一张图的呈现有什么不理解的或不清楚的，或文中没有

解释充分，甚至缺失的，请用英文表述。

Chapter 2 The roots of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1. 第二章作者为什么引用杜威这句话？换言之，引用的杜威这句话的内容与本章的内

容有何关联？

2. 请问“面向学习的测评”在中国环境下的现在？

3. 你赞同测评是一种学习模式么？为什么？

4. 请问面向学习的三种方法，你倾向于使用哪一种？为什么？

5. 请用第二章中列出的一些面向学习的测评/以评促学的 principles, factors, aspects

（p.24, 28, 29 & 139-141, 30, 142-143）对自己的教或学和我们的读书活动做自评。

6. 你是如何判断每章中引用的文献哪些是代表性或重要的文献的？请列举本章引用的

3—5篇这样的代表性文献。请查阅我国的关于面向学习的测评的代表性文献，并按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文献规范列出来。

Chapter 3 What is learning

1. 你是否赞同杜威的教育观“Educationis asocial process; education is growth; education

is not preparation for lifebut is life itself.”（John Dewey 1897）为什么？或请用杜威的

教育观来审视自己的教育观与教育实践，有何异同？

2. 请抄写或打印一遍本章的详细目录，包括每节中的 sub-headings。请谈谈你在梳理过

程中是否有新理解和新发现。

3. 请按照本章中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做一份本章的 References，重复的文献按顺序重

复。请谈谈你在梳理过程中是否有新理解和新发现。

4. 请梳理和列出本章中的重要概念。对每一个概念请抄一遍专业的解释，并注明出处。

请谈谈你在此过程中对这些概念是否有新理解和新发现。

5. 请梳理和列出本章中提到的理论。对每一个理论请查至少一篇综述文章。请阅读并

附上文献的摘要。请列一份文献目录，并在群里分享你的目录和查到的文献的 PDF。

6. 请用作者给出的 Task的定义来审视自己理解和设计的教学任务/老师布置的教学任

务，有何异同？

7. 请反思我们给学生的反馈/老师给你的反馈大都属于什么类型？是否有效？



8. 看完本章，你认为作者给出了“Whatis learning?”这个问题的回答么？你能回答

“Whatis learning?”这个问题么？

9. 请重读 3.3.1 Tasks （pp.40-41），认真学习作者的研究与写作思路，并联系自己的

研究与写作，看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鉴？

10.请第二遍读完本章后，尝试自己写本章的 summary。请重读 3.5 In summary (pp.54-55)，

认真学习作者是如何将全章丰富却看似分散的信息/内容进行概括的。

Chapter 4 What is language learning

1. 请翻译本章开始前引用的杜威的话“Ther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between

having something to say, and having to say something.”请谈谈你对杜威这句话的理解，

比如它与本章的关联或者对我们外语教或学的启示。

2. “Language is both the medium and the goal of learning.”请谈谈你对此的理解以及它是

怎样体现出语言学习的重要性的。

3. 请查找和下载《欧框》2001版中英文和 2018版 CEFR Companion Volume。尽可能

浏览其内容。请把它们作为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4. 请查阅 5—10篇 CEFR的引介或综述及实证研究文献（如果是期刊文献，请查 SSCI

& CSSCI级别的文献）。请阅读其摘要，然后分享你的发现，或者分享你认为你的

教与学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5. 请梳理和列出本章中的重要概念，对每一个概念请抄一遍专业的定义，并注明出处。

请谈谈你在此过程中对这些概念是否有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

6. 请梳理和列出本章中提到的理论，对每一个理论请查至少一篇代表性著述/文献。请

阅读并附上文献的摘要。请列一份文献目录，并在群里分享你的目录和查到的文献

的 PDF。

7. 请查阅 Filipovic, L. and Hawkins, J. A. (2013)，浏览全文，并谈你对 Figure 4.1 CASP

general and specific principles的理解。

8. 请浏览 English Profile Studies 的官网，了解这个系列的特色和对 English Profile

Studies volume 1的介绍，并谈谈你的收获与发现。

Chapter 5 What is to be learned

1. 你认为什么样的学习才算是“成功的学习”？为什么？

2. 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语言学习者”？为什么？



3. L1学习者与 L2学习者需要掌握的“skill”有何区别？为什么？这对我们的外语教学

或学习有何启示？

4. 结合你的教学或学习实践，你认为应该如何设定一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为什么？

5. 为什么作者要花大篇幅写 2—5章？这三章与 LOA的关联？

Chapter 6 The role of large-scale assessment in learning

1. 翻译杜威的名句“Were all instructors to realize that the quality of mental process, not

the production of correct answers, is the measure of educative growth something hardly

less than a revolution in teaching would be worked.” 你如何理解这句话里时态的使

用？此引用与本章的关联？对我们教学的启示？

2. 请整理本章中的重要概念，并查阅专业词典，如我们之前推荐的外研社引进的《语

言测试词典》。

3. 请用测评的 basic process (p. 78) 自评我们的实践，哪些环节做得不够甚至缺失？如

何改进？

4. 请下载和阅读 Broadfood & Black（2004）文献 Redefining assessment? 请谈谈你对

他们此话的理解：“Educational assessment must be understood as a social practice, an art

as much as a science, a humanistic project with all the challenges this implies.”（p.79）。

强力推荐李筱菊教授的《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版）。

5. 请翻译Messick（1989）对效度的定义：“an overall evaluative judgment of the degree to

which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rationales support the adequac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interpretations and actions based on test scores.”（p. 86），并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6. 请重读本章对Weir (2005) socio-cognitive validity framework的介绍（pp.88-89）。推

荐阅读本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申报书“基于证据的大学英语四六级、雅思、托福考

试效度对比研究”，并谈谈你的理解与收获。

Chapter 7 Learning-oriented assessment in the classroom

1. 请翻译杜威名句“Givethe pupils something to do, not something to learn and the doing

is of such a natureas to demand thinking; learning naturally results.”（Dewey 1916: 160），

并谈谈你对该名句的理解。

2. LOA课堂的本质是什么？

3. 请谈谈你对 Figure7.1（p.98）的解读。



4. 请重阅 7.6 In summary (pp. 104-105)面向学习的课堂特征，对照这些特征反思我们自

己的教学实践，看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5. 请分享你或者你的老师的课堂评测实践，并对这些实践结合 Figure 7.1进行自评。

6. 请录制一节你的课堂，并将其转写成文本，然后分析其中真正促进了学习的“交互”

（interactions which lead to learning）及其证据。欢迎下周分享你的发现。

Chapter 8 Aligning large-scale and classroom assessment

1. 翻译杜威名句“The two limits of every unit of thinking are a perplexed, troubled, or

confused situation at the beginning, and a cleared up, unified, resolved situation at the

close.” 结合本章内容，谈谈你对此名句的理解。

2. 请再拟一遍本章的目录，从本章论述的五个方面反思与自评你的教、学、测实践。

3. 请用 Green (2012)建议的方法（p.109）分析《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7级中的能

做描述语，并分享你的发现。

4. 请用 Figure 8.1 Four worlds of learning revisited （p.112）作为参考框架，评价你的教

学实践。

5. 请问你的教学实践中都用了哪些方法收据了哪些方面的评测数据/证据？请自评这

些方法和数据的有效性。

6. 请从你的视角尝试回答 8.5小节中的六个效度问题（pp.118-120）。

7. Chapters 2 & 8没有 In Summary，为什么？

Chapter 9 Implementing Learning Oriented Assessment

1. 请列出本书中引用的杜威的所有名言、名句及出处。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句，为什

么？如果让你选择，你最希望阅读杜威的哪部著述，为什么？

2. 作者为什么会在本章引用杜威名言“A problem well put is half solved.”? 请遴选一个

你在本书阅读过程中提出的好的问题/思考题。请遴选一个导读过程中我提出的你认

为好的补充思考题。请问两者之间有什么共性？

3. 你认为本章的写作思路如何体现出 LOA所倡导的系统性、生态性和社会认知性？

4. 你认为 9.2（pp.123-125）中指出的 13点 LOA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请再认

真阅读），哪些是我们作为教师/学生个体可以解决的？如何解决？

5. 9.3（p.125）中的 Asset Languages 是一个什么计划/项目？它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

教训是什么？



6. 你在教学中最成功的技术应用有哪些？

7. 如今的学习生态与十年前相比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在哪一点或哪些方面是亘古

不变的？

8. 请查阅和分享 Nick Saville的文献，阅读其摘要和文献中的图表，结合本章 9.6谈谈

你对 positive impact by design的认识及其在我们的教学中如何应用？

9. 9.7 Steps in implementation作者是从测试研发机构的视角出发的，如果从我们一线教

师或学习者的视角出发，实施的步骤与作者在 Figure 9.1中的步骤会有什么相同与

不同？请尝试用图和文字一起表述。

10.本章结论/结语为什么是“A conclusion”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Conclusions”?

11.请翻译本章也是本书最后一段文字。请问哪些关键能力是好的学习者共通的可迁移

的能力？我们怎样培养这些能力？

12.请汇总你所有的读书笔记、自拟的思考题以及对补充思考题的回答。在此过程中你

有什么发现 ?有什么感想？请在群中分享！也请发一份到我的 QQ 邮箱

1847387835@qq.com。

13.请问本期导读第三阶段“扩展阅读、思考与实践”，你希望/期待如何进行？


